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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与一位年轻的爸爸谈论

有关教养孩子的课题时，这

位年轻爸爸认为能让孩子上最好的

托儿所、幼稚院和学校，从小接受良

好的学习与教育，孩子长大后就会

走在成功的康庄大道。也曾从报纸

阅读了一则报告，越来越多新加坡

家长将孩子送到专家那儿作智商测

试，而最小的年龄只有两岁半。若这

样的趋势延续下去，会不会有朝一

日，当胎儿还在母腹中就要开始测

试智商。倘若孩子们有反对权，大

概他们都不会喜欢这安排。因为无

论智商高或一般，孩子们都逃不过

要“拼命”。智商高，将会拼命“学”

为了更上一层楼；智商一般的，将会

拼命“补”以便迎头赶上。

 小时候的我是十足的阳光小

孩，阳光少年，除了上学读书，唯一

的娱乐就是户外活动。户外活动有

踢球、打球、游泳、越野跑步、爬

山、踏脚车、钓鱼和放风筝等等。无

论是在烈日下或在细雨中都兴高采

烈地活动，过着自由自在的童年少年

生活。口渴就喝水龙头的自来水，冲

季节的色彩   余东海

的是冷水凉，在这样的健康活动锻

炼下，真不知“病为何物”？不像现

在的小孩大多是温室小孩，除了上

学读书，大概就是“开口吃饭，伸手

要钱，开眼看机，闭眼睡觉”。

 天下的父母都有一颗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的心愿，有这样的心

愿是无可厚非。所谓“生子当如孙

仲谋”，“生女当如花木兰”。有人

曾如此说：“一百个孩子当中，也许

只有一个奇才，一个白痴，剩下的九

十八个都是天才了”，正如诗人李白

云：“天生我才必有用”，因为“人人

可教，皆可成才”。既然“奇才”不

是人人做，“天才”也不坏。父母们

为何不尝试就将孩子当作“天才”

来看待，毕竟“天才”是占大多数。

 古代有孟母三迁，现代有父

母三曲“作功课！上学习课！上补习

课”。让孩子学习多方面的才艺和掌

握更多的知识未尝不是一件坏事，

但一切都须适可而止。不要忘记还

有许多补习课在等待着孩子们，因

为科目好也要“补”，科目不好更

要“补”，这是一般父母所采纳的“

(献给父母们)

还孩子一个童年

宁可杀错都不可放过”的战术。若

孩子从小就要面对这么多的“学”

这么多的“补”，试问他们还有多

余的时间来戏耍吗？难到孩子的童

年时光就这样在“补呀补”，“学呀

学”度过吗？倘若孩子有发言权，他

或许会哀求“爹地，妈咪，请放一下

手好吗？让我有一点点的童年生活，

让我能活出我的童真”。从前的孩

子是天真无邪，脸带童真，不知天

高地厚。而现在的孩子切是幼年老

成，脸带愁容，只知“书厚功多”。

 父母 们除了要以无微不至的

爱来教养孩子，也要以明察秋毫般

细心去发 觉他们的天赋。让孩子

们有机会选择自己要做什么，不要

做什么；想学什么，不想学什么。

父母 们有 如飞机的导航系统，但

切不是用来护航，而是在 必 要的

时候会发出信号，以避免方向错误

或失联。教养孩子，有如抓鸟，紧

抓怕它死，松抓怕它飞。那么什么

时候紧？什么时候松？紧和松这“

力度”父母必须拿捏的恰当。要不

然，孩子还没有成龙成凤，父母已

成“虎爸虎妈”了。

 父母们，不只是要给孩子有一

个童年生活和良好的教育，还要负

起信仰传承的责任，要如主耶稣所

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奇

才”，“天才”或“庸才”只要是属

于主的，都是好得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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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怀恩堂创

立70周年，而52

则提醒我在当中印有我52年的足迹。

 人生能有多少52年？在这段年间

所得的情谊是时间所不能衡量的。

 1967年我的堂姐夫司徒雨榕邀

请我参加怀恩堂的青年团契。那时留

给我深刻印象的有严谨的林桂英（林

姑娘）、简玉英、凤趣的简继益、不

苟言笑的陈万良、性格开朗爱说笑的

陈益、温文尔雅的陈方，还有一班的

姐妹。当年我年轻活泼又调皮，年纪

比她们小，与这些陌生又文静的姐姐

们似乎不合拍，有种被排挤和入侵他

人地盘的感觉；我顿时冒起打退堂鼓

的心意，回到了原来的弟兄会聚会。

隔了一个星期，冯雅各师母和林姑娘

就约我见面，得知我曾是新加坡教育

部青年合唱团的团员，林姑娘于是鼓

励我加入诗班，基於我还没受洗，只

能在一旁练唱，不能献唱，哈！我也

愿意，在等待的这段期间林姑娘也

给我个别上乐理和声乐课。在她的

谆谆教导下，我慢慢地融入了教会的

群体，并在1968年11月10日受洗成

为怀恩堂的会友。我记得教会那时

借用基博浸信教会举行浸礼，因为

那时我们没有固定崇拜的场所。后来

我正式加入诗班，林姑娘是我的音

乐启蒙老师，在她的鼓励和督导下，

我在1989年考到了英国皇家的声乐

文凭。林姑娘一直叮嘱我“珊，好好

用你的声音事奉  神”林姑娘在她生

命见证一直影响着我，如今我还是坚

持在诗班里事奉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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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恩典同行70年》的70周年纪

念特刊，字里行间不禁勾起我许多难

忘的回忆：

	 1.《美哉夕阳》让我想起1990

年开始香港移民事工的同时，身为执

事的我被委派为当年妇女和迦勒团

契的负责人，噢！当年初入怀恩堂的

历史又重演，这次不是兄姐级，是父

母辈（其中有创堂的前执事）。我怀

着忐忑不安的心在这两个团契服事，

心里面却感到无比的压力，尤其是当

教会要逐步把两个团契合并为一。我

祷告求主赐我力量，放缓自己的急性

子，成为合主用器皿。上帝垂听我了

的祈求，改变了我，让我在这两个团

契被接纳，他/她们都爱我如同自己

的女儿一般。2003年团契改名为颂

爱团契后，这些前辈更是我的最佳

队友，现在虽然多位的团友已经不

在，但他/她们留下爱的足迹是抹不

去的。感谢主让我有份参与后来的“

怀恩乐龄天地”，那是颂爱团契的延

伸，扩大了语言和福音对象。

	 2.《用3周赢得30年》：犹记

得怀恩堂1993年第一次的扩建，预计

需要新币180万元的建筑费，那时教

会建堂基金只有新币20万元。当年的

建堂执事委员主席是陈万良弟兄，宣

传是陈益弟兄，法律顾问是黄家超弟

兄，建筑顾问是何主佑弟兄，而我担

任财政一职。一连串的筹款活动如火

如荼地展开，记得当时有一位年长的

会友跟我说他不会填认献卡，但承诺

在汇报扩建的进展后奉献某个数额，

每次他都亲手交给我，直到扩建竣

工。也有会友分别预借不小的数额给

教会来付建筑费，他们的无息代款，让

负责财务的我似吃了一颗定心丸。在

办筹款义卖会上，附近不认识的商家，

只向教会收象征式的订金就可以先提

货后付钱；牛车水的大中国月饼老板

更是亲自送饼来教会，还说不够他再

送来；其他摊位的物品多是会友自掏

腰包，出钱出力；年轻一群的活动摊位

由现任执事主席张慧锦弟兄负责，香

港来的会友更是我们的后盾，任由差

唤；在义走时更看到不同堂会的弟兄

姐妹，边走边谈，年青的陪在长者身

旁，福音车上有医疗人员全程随行。结

果，第一次的扩建实际建筑费为新币

130万，剩余的认献就使用在2005年

将4层楼增至5层楼的费用。到了2013

年，为了延长地契，我们必须在3周内

筹得新币240万，陈益弟兄告诉我那比

之前的筹款更具挑战性；我说  神的恩

典是够用的，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

果然，教会的肢体只用3周便赢得了

30年。在两次筹款事上让我深深体会

到，耶稣说过 “在人这是不能的；在 

神凡事都能”（太19：26）的真实。

	 3.《让歌声乐韵飘扬》：70年代

后期到80年代，诗班每年都会通过已

故李秉亮执事（林汉广弟兄的岳父，

他是新加坡电台新闻播报员）参与电

台的“天国之声“节目，那是一个透

过歌声和信息把福音传出的节目。圣

诞节我们也会安排去报佳音，有一年

更在芳林公园的露天午台献诗，我和

继益哥还破天荒用闽南语做了一段相

声。每当教会音乐事工有演出，诗班一

定全力同行。诗班员当中也不乏能唱

能演的肢体参与每年的话剧演出，每

年的男主角非陈益弟兄莫属。80年代

后期，教会的香港学生事工刚起飞；

有一次话剧就由年轻又听话的香港学

生朱大康弟兄当男主角。我们一起同

台演话剧，非常开心！而当年的两位

男主角现在是中国事工的拍档，那是

何等的美！那时林姑娘也会轮流安排

诗班员进行肢体关怀探访，这就让

我在后期的关怀事工做了伏笔，一

切都是  神的计划！随着2017年4月

悠客丽丽（Ukulele）小组的成立，

我们的歌声乐韵不但在教会音乐

事工有份，小组在每月一次的爱心

餐让社区的长者有机会安静听福

音诗歌，更有机会让福音飘扬过海

到马来西亚和台湾。

	 4.《香从那里来》让我追忆

当年任职财政执事一职，每逢主

日“怀恩饭堂”的刘伯伯（已故刘

汝广弟兄）一定留一大盘的午餐给

我和雨榕哥，并陪在身旁看着我

们吃完，一面说“你们做执事很辛

苦，要出外打拼，要顾家还要服务

教会，多吃多吃!”好贴心的长者，

怪不得那些年我的体重轻不了。

	 5 .《使命宣扬》：2 0 01年

我们10 位诗班员由王健枝牧师

领队，到福音自传会(CNEC)泰

北的禾场，也开始了我第一次的

访宣。过后数年，我参与了不少

的访宣：2012年印度中南部的海

德拉巴市（Hyderabad）的达利

特人（Dalits贱民）、2014年的尼

泊尔、2015年和2017年初到东

亚、2017尾和2018年台湾铜锣乡

和2019年的南亚。感谢上帝，赐

予我健康的身体，让我在差传的

路上有份，改变我放下自我，转变

成以别人为中心。参加海外访宣，

扩张了我生命的宽度和视野：“好

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

你的救恩”（诗67:2）

 我在教会的执事部服事了20

年，很开心有新的一班弟兄姐妹

接任，代表了薪火相传，恩典的延

续。怀恩堂是  神所祝福的教会，

一间蒙福的教会，身为怀恩堂52

年会友的我那会没份！

主，谢谢你。

踏上短宣路施工中 3

转眼间，从去年十二月我和“

云彩轩”生命小组的弟兄姐

妹们去了缅甸短宣至今，已时隔半年

了。我们去了仰光和胶旦这两个地方

的“恩慈之家”，向约两百名被父母

遗弃或因战乱丧失双亲的孩子们传

福音，但这似乎只是昨天刚过的事。

 在这一段期间，全世界被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的层层乌云笼罩着，各

国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被逼起了颠覆

性的改变，许多人也生活在恐慌中：

不但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担忧，也为

他们的生计忧愁。在世界各地封城、

封国、居家令和保持社交距离的当

儿，社会的经济也同时陷入了萎缩甚

至萧条中，失业率也逐步攀升。

虽然疫情如此严峻，影响极其深远，

但却丝毫无法减少我对缅甸“恩慈

之家”的孩子们的记念和关怀。反

而，我知道自己应该更迫切地为缅

甸的这群孩子们祷告。以下是我为

他们代祷的，通过《青溪》与大家分

享，并希望大家也和我一同用祷告

的力量来扶持这群缅甸的孩子们：

 一. 缅甸是个封闭多年的落后国

家，除了基本设施（包括卫生和医疗设

施）严重缺乏之外，缅甸国内的局势也

很不稳定，政府军经常和少数民族的

民军发生内战。缅甸政府和国人检测

和防范冠病疫情的能力，一直受到了

非常大的考验。所以，缅甸官方所发表

的疫情报告，也令许多人质疑。我们只

能求 神的圣手特别庇护这群《恩慈之

家》的孩子们，叫他们懂得保持个人的

卫生，遵守社交距离，不被病毒感染。

 二. 我们也求 神让孩子们看见

在这个非常时期仍然掌权，叫孩子

们明白他们在这时候更要仰望信靠 

神， 才是他们一生的避难所，他们

只有从 神那里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喜

乐和盼望。愿他们继续有饥渴慕义的

心，时时谨记 神的话语，引领他们的

脚踪，叫他们一心跟随主，永不偏离。

 三. 我们也求 神赐聪明与智慧

给“恩慈之家”的牧者同工们，帮助

他们用爱心照顾这群孩子们的生活

起居，不只让孩子们安全地渡过这

次冠病疫情的难关，更要坚定他们

的信心，去相信和跟随耶稣，引导他

们成为容 神使用的器皿，一生行在

的旨意当中，将来可以荣神益人，

引人归主，让 神的国度在缅甸这块

土地得以扩展，彰显 的荣耀。

 四. 因为疫情带来的许多未知

数，云彩轩小组无法好好地计划今

年缅甸短宣的行程和安排节目，甚

至无法确定能不能在今年底再赴缅

甸。我们恳求神给我们智慧和看见 

神明确的启示，尽早知道怎么样策

划今年的短宣。就算真的无法成行，

也知道该怎么样通过不同的方法继

续服事“恩慈之家”的孩子们，把神

的爱和话语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

心里。

恭敬地感谢大家与我一同为缅甸“

恩慈之家”的孩子们祷告，求满有怜

悯慈爱的 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感

谢大家在面对疫情的苦难时仍不忘

为 神的禾场和未得之民献祷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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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有许多的弟兄

姐妹，也在黑夜中等候

着黎明的出现。愿借此

分享，鼓励弟兄姐妹继

续 加油、继 续 祷 告、不

要气馁、不 要放弃。更

愿鼓励弟兄姐妹，成为

别人的祝福，别人的天

使，好像我遇到的一群

一样，一同成就那能存

留在永恒里的事。

4 季节的色彩 冯灏泓

忘不掉的恩、留得住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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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好吗？这有用吗？耶稣不是以五

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了吗？最后许多

人在吃饱后都没有相信，就离开

了。所以纵使我常常祈求耶稣跟

我的家人说话，心里总还是患得

患失，一直等到弟弟在1999年接

受洗礼，才看见一线曙光。而爸爸

妈妈也在20年后，于2019年接受

洗礼了。到底耶稣跟他们说了些什

么呢？

 其实我真的不大清楚，耶稣

对他们说的是什么。但我确知，耶

稣差了很多很多的人，在他们身

旁守望着。这些年来在教会里，有

许多本来与他们素未谋面的弟兄

姐妹，放下自己，主动的走进这几

个陌路人的世界里，为要认识他

们，想要做他们的朋友。有些看见

他们在生活上有需要的，就义不

容辞的伸出援手给他们。有些付

出时间，守候在他们身边，陪他们

度过人生的段落，替他们打气。有

些把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软弱、自

己的过去、自己的生命，与他们分

23年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听见蔡

牧师问：“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

督，作你个人的救主？”，而接下

来爸爸妈妈那肯定的回答：“我愿

意！”，感觉就像在看一幕只有在

梦境里才会出现的情节。那天下

午，弟兄姐妹把内心那份掩饰不

住的喜乐，全都挂在脸上了，并嚷

着要跟爸爸妈妈合照。我一边替

他们收礼物、一边替他们拍照，心

里百感交集。看到一份份的礼物，

就好像看到了 神留了给我那份盼

了二十多年的礼物。看着一张张

的照片，就好像回到了过去，大伙

参加爸爸妈妈的婚礼一样，因为

处处看到的，都是特别来恭贺、来

祝福、来替他们高兴的主内一家。

在许多的弟兄姐妹当中，看到了陆

太太、看到了梁太太、看到了陈牧

师，正与爸爸妈妈热情地握着手。

一时间，想起了陆弟兄、想起了梁

弟兄、想起了叶师母，仿佛他们就

在我们当中。一阵说不出的温暖，

涌到了心房、涌进了眼眶。

“不做工，难道耶稣 你钱花？

不 烧 饭 ，难 道 耶 稣 给 你 饭 吃

么？”在家里听见如此的话，早已

是司空见惯的事。从小爸爸妈妈

就已经教导，学校里每一课都重

要，唯独《圣经》课例外，只要随

随便便应付过关就够了。

 其 实 我 一直也 是 这 么认 为

的。直到长大后，经过认真的、反

复的思量和考查，最后发现《圣

经》根本就是一本非人所写，并且

非人能写的书。这样的一个发现，

把过去我所认识的世界，彻底的

翻转过来了。从前理解为真理的、

深信是可靠的、用来作生活定位

的东西，在《圣经》的框架里，一

下子都垮下来了。

 从前的我，就像许多人一样，

把世界建立于一套 不成立的假

设上。自从认识了耶稣，所有核心

的价值取向与原则，都需要重新

的校准（re-calibrate）。好像说，

如果眼前看到的不一定都是真实

的，那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到底

什么才是有意义的？我试着从《圣

经》的绝对定位上，重新认识这个

世界，重新了解生命到底是怎么一

回事。过去以为死亡是一切的结

束，是生命的尽头，不料死亡竟然

是一切的开始，是生命的起点。

 蒙恩得救的经历，就像是戴

上了属灵的眼镜，重新看世界，重

新活一次一样，仿如瞎子看见、死

人复活。这原是好得无比的，只

是现在也同时看到了，许多像我过

去一样还没得救的人，在属灵的

黑暗里等待着终局来临的光景。

就在这一群人当中，包括了我所有

的家人。信主后这廿多年来，一直

都惦念着，我的家人，到底何时得

救，到底几个得救？心里想，怎么

说耶稣没有给我们钱花、没有给

我们饭吃呢？难道还真要 亲自

送来吗？到底要怎么样才能使我

的家人看到耶稣呢？耶稣你叫他

们相信你好吗？耶稣你跟他们说

说话好吗？耶稣你给他们看个神

享，希望能鼓励他们。如果那只是

一两回，或持续一两载的事，我会

把它归类在日常生活中偶尔发生

的事。可是这二十多年来，弟兄姐

妹们是恒常不倦的付出爱心与关

怀，从不问好处，从不想报酬。到

底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其

实我什么都没说，也没请求弟兄

姐妹这样做，可是事情就是这样

发生了。只因为弟兄姐妹爱他们，

如同爱自己、爱属于自己的一样。

也因为他们心里所盼的，同是我

心里所盼的：就是总有一天，我的

家人会相信耶稣。

 其实这群弟兄姐妹的出现，

叫我想起自己曾经向 神求过的东

西：“耶稣你跟他们说说话好吗？

耶稣你给他们看个神迹好吗？”而

耶稣真的跟我的家人说话了，

也真的给他们看神迹了。因为耶稣

给他们在这群弟兄姐妹的身上，看

见 自己了。在这里想特别的提起

几位弟兄姐妹，因为他们为爸爸妈

妈所做的，是我无法忘记的。已故

的陆义究弟兄在病重的日子，爸爸

妈妈到医院探望他；因为心里的牵

挂，所以一见到他们，就不顾自身

肉体有多煎熬，谆谆劝勉他们信耶

稣。犹记得是大家最后一次见面

的当儿，陆弟兄把心里的话全盘说

出；只看见他费尽了力气，劝他们

一定要早日信耶稣，千万不要像自

己一样，因为信耶稣信得太迟，而

虚度了光阴。我在一旁听见他微弱

的声音，心里都流泪了。

 另外，梁维忠弟兄夫妇从我

到怀恩堂不久后，就已经积极的

接触我的爸爸妈妈，约他们一起

逛街、吃饭、购物和聊天。有趣的

是，他们比爸爸妈妈年纪还要大，

所以有时候也会把爸爸妈妈当作

小孩子来照顾。两个白发斑斑的

老人家，为他们安排节目，携同他

们进进出出，带他们坐公车，在我

的回忆里绘下了一幅温馨感人的

画面。四个老人家，就这样一同过

了十多年，直到梁弟兄身体状况

突然出了变化，最后没等到爸爸

妈妈信耶稣，就被接回天家了。虽

然爸爸妈妈再也无法与梁弟兄再

一块吃饭和出外，但他们永远都记

得老朋友那份深厚的情谊。

 最后想要提的，是妈妈在十

多年前，曾经有一段时候，上过叶

恩汉师母（叶徐全贞姐 妹）所教

的信仰探讨主日学课程。叶师母

以香港女影星梅艳芳为鉴，向妈

妈解释，人一生的成就，就算再光

辉，也能一瞬而逝，如昙花一现。

一个人，即使攀上了再闪耀的舞

台，一场病痛就足以把一切的灿

烂、连同生命一并带走，谁也不能

例外。唯有成就在永恒里的事，唯

有在耶稣里的生命，才是真正留

得住的。所以她语重心长的劝妈

妈不要再等，因为尽管我们常常

以为，明天是掌握在我们手里，但

其实明天不是我们所能料的。后

来叶师母后来由于年纪大了，很多

人她都认不得了，很多事她也记不

住了；但是多年来她为爸爸妈妈

所祷告的，神最后都应允了。叶师

母对学生的那份关切，在永恒里

依然是存留着的，而且在爸爸妈

妈的心、在我的心里，也是带不走

的。于三年多前，陈方牧师和师母

邀约爸爸妈妈吃午餐。餐桌上牧

师的分享，转动了最后一个手柄，

把他们沉重的、封闭的心门给推

开了。就在陈牧师的带领下，他们

一同做了决志的祷告。

 2019年8月17日星期六，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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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来自中国的东北。我在中国的三自教会接触到基

督信仰，历经了几年的挣扎徘徊之后，最终在韩国

留学期间，接受耶稣重生得救。我和很多弟兄姊妹一样，热

切的期盼自己领受的救赎之恩也能临到我们至亲至爱的家

人。但无奈啊，“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和家人远隔

重洋，没办法带他们去布道会或者给他们传福音，能做的也

就是祷告。但是祷告归祷告，却很难说自己曾是带着信心

在祷告。因为凭理性来看，我父母他们没什么接触信仰的机

会，他们也对信仰不感兴趣，所以他们没有可能信主的。

 没想到事情在后来有了转机。他们在2016年曾来新

加坡过年，期间我带着他们去教会参加崇拜和中国朋友

的团契活动，总算是有了初步接触基督信仰的机会。总的

来说，他们对信仰依然没什么兴趣，但他们切身的感受到

教堂的弟兄姊妹们的热心和爱心，尤其是中国朋友的导师

们。有着这样一个好的开始，自然我便觉得大有希望啦。

 2018年他们再次来到新加坡过年，我想正好利用

这些年在神学院和教会的所学来好好跟他们探讨一番信

仰。可是经过几番探讨，本来带着希望开始，却是无望而

终。原因是讲真理太过于心急，加上面对是自己的家人，

所以经常是讨论变成辩论，辩论变成争论，最后变成不欢

收场。最终他们虽然更多的了解了基督教信仰，但在我看

来，他们的疑惑和阻拦远远大于他们已经明白了的。因此

本来他们来的时候我蛮有信心他们能信主，但实际上反而

让我觉得这条路看不到头，也走不到头啊。

 转眼来到了2018年的夏天，我和几位中国朋友去我

韩国的母会参加一个叫做“爱的四天三夜”的活动。巧的

是父母亲对去韩国旅行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们就一同结伴

而行。当时我给他们计划行程，却把教会活动那部分轻描

淡写，着重计划了我们之后去济州岛的行程。当他们坐上

从教会出发去营会场地的巴士的时候，还以为自己一会儿

就到济州岛了呢！结果到了营会，不光是没到济州岛，而且

还给他们吓了够呛。因为“爱的四天三夜”这个活动有一

个让人起初听起来很吓人，但是后来经历了很美好的事

情；就是所有参加活动的人，必须上交手机和一切电子设

备，活动结束才会还给你。当然目的其实很单纯简单，就

是让我们在参加营会几天的时间里，能够蒙恩，隔绝世界

的搅扰，投入地亲近神，专心的体会和分享。但是我爸妈

可吓坏了，一下就联想到了中国内地的传销组织。

 我相信这是世界上除了上帝自己，没人会想到，在营

会的几天里居然会是  神收割的日子。第二天下午我在做

自己服事的事情时候，有人跑过来告诉我说，你妈妈决志

信主了。事情太突然了以致我不太敢相信，却十分的感动

和激动，之后我直接跑去厕所坐在马桶上边流泪边跟上帝

感恩祷告。坦白讲，从洗手间出来时，我心里是有疑惑的，

比如，我妈妈会不会不方便回绝才跟人做了决志祷告。但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使我打消了这个疑虑，我们服事的人在

每一次活动的人从住所回到小礼堂的时候，我们会拍手唱

诗歌迎接他们进来。等到我妈妈他们那一组进来的时候，

她张开双臂向我走来的，我也就势拥抱她。你们看，她抱

着的是她的孩子，在同时那一霎那间，我能清晰强烈的感

受到，我抱着的是主的孩子，是一个刚刚在主基督里面出

生的婴孩。就是这样一个拥抱，完全消除了我的疑虑。

 更没想到的是在随后的一天，在牧者的呼召之下，

我爸爸也决志信主了。牧师在询问他是否愿意信耶稣的时

候，我爸回答说，耶稣摸不着看不到，太不真实了，他不太

相信。牧师的回答打开了他的心门：您看到在这几天活动

里面服事的人，他们为了参与服事，有人要花掉自己一个星

期年假，有的没办法带孩子参加活动要花钱请人带孩子，

还有些六、七十多岁的老人家顶着40多度的高温在服事，

如果您问他们“为什么愿意如此辛苦付出？”，相信他们每

一个都会说“我们爱，因为  神先爱们！”，如果主耶稣不

是真实的，主耶稣的爱不是真实的，他们的爱从哪里来的

呢？我爸爸正是看见了，也体会了教会弟兄姊妹们的爱心，

才使他能愿意敞开心扉接受主，接受救恩这份礼物。

 我曾经的小信低估了圣灵的能力，但经历过我父母

蒙恩得救的见证之后，使我确信  神定意拣选的人， 一

定有能力翻转他们的生命。我父母重生得救的故事，从盼

望到无奈、从希望再到失望无望、最后的喜从天降的过程

中，让我的信心忽高忽低，完全就像做过山车一样。原来

上帝有 的计划和安排，并且上帝是真实也是信实的，所

以在见证了这一切之后，感谢主，他通过这些使我在信心

上学习到了受用一生的功课。

 最后我要感谢曾努力给我父母传福音的中国朋友事

工的导师们，和满有爱心的华语堂弟兄姊妹们。也更加感

恩上帝亲自成就 拣选的旨意。一切荣耀归给  神。

	 我们
生命影响生命（一）

小的时候我的奶奶因为身体不好，尝试过各种奇怪的治

疗和信仰，我的二姑姑很早就信了主，时常为她祷告。感

谢主的恩典，奶奶短暂接触了各种信仰后，最后还是来

到主耶稣面前。因为跟奶奶生活在一起，我有机会给她读

《圣经》，虽然不懂，但我相信真有一位 神掌管世界。我

14岁时奶奶回了天家，《圣经》被叔叔拿走，加上学业繁

重，没有进一步认识 神。一路的成长相当顺利，我把这

归结为自己运气好、努力、谦虚和诚实等等；觉得自己虽

然不完美也还是相当不错的，学业工作基本没有令人失

望。只是自己时常被各种忧虑烦扰，但想到人无远虑必

有近忧，似乎又得些安慰，感觉这些忧虑很有必要。那时

不懂 神的话，也不了解 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

 2007年我的父亲和母亲信了主，他们生命的转变

唤起了我重新认识 神的渴望，开始自己读《圣经》，但

灵命成长很慢。一晃到了2012年11月，我回北京待产，母

亲来陪伴我两个月，我们每天一起读经、听道、交流。别

人的产假往往是鸡飞狗跳不得安宁，我的产假却因圣灵

的同在无比平安，不由令人感慨 神真是好的，所有的忧

虑都可以交给 ，神的话真的可以做生命的粮，固有的

价值观被击碎，我却感觉非常喜乐，像是脱去破烂的旧

衣服换上得体的新装，心里面不断生出天上来的盼望。

自己里面藏着那么多的罪，主耶稣竟然能救我；虽然仍

时常忧虑，现在有了与之争战的武器。信主吧，不能再等

了。2013年迎来了自己的孩子，我也成为了天父的孩子。

 回到新加坡后，母亲嘱咐我要找教会接受牧养，否

则生命很快会倒退远离 神。神真是听祷告的，2015年3

月 带我们一家来了怀恩堂。规律的敬拜，真理的教导，

使我们一家离 神更近了。我们学习在生活、工作中用生

命荣耀 神。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

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若不认识 神，我不知怎样才

能胜过各种劳苦愁烦，没有力量远离罪。原来我未出母

腹，神已认识并遮盖我，用有限的生命追求永恒的 神，没

有比这更有意义的人生了。

生命影响生命（二）

我从前以为信仰只是教人行善，神更是虚无缥缈的东

西，觉得自己的人生根本不需要完全不需要神。直到

2015年，受太太的影响来到怀恩堂参加主日崇拜，随着

对信仰渐渐的深入了解，我发现基督教信仰和我之前以

为的完全不一样。

 我发现了自身的软弱，发现了自己身上的罪，而且

这些罪靠自己是无法解决的，只能在罪的泥潭里越陷越

深，唯有信靠主耶稣才能得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他

的宝血洗净了世人的罪孽，好让所有相信他跟随 的人

能够得救。只有接受耶稣作为我的救主，才能使我在主

里成为新造的人。

 我的父亲身体不好，经常会意识糊涂，连自己是谁

都不知道，而且已经几次进医院抢救。父亲的身体是我

最大的焦虑，整天提心吊胆。一次他发病很严重，躺在地

上不肯吃饭，我们全家就在一起为他祷告，主真的垂听

了我们的祷告，很快父亲奇迹般的恢复了意识，一个劲

的向我们道歉，说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主是真实存在

的，主的大能给了父亲力量，给了我们全家以安慰。从那

以后我下定决心跟随主耶稣。

 现在父亲发病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焦虑，因为我已

经把自己和家人全然交在主耶稣的手中，主的陪伴和安

慰使我心中充满平安和喜乐。

 接受主耶稣作为我的救主是我全新生命

的开始，我要把自己全然献上，不断操练自己

的灵命。不但要在逆境的时候依靠主，在顺境

的时候也要时刻的亲近主，保持一颗谦卑的

心，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主耶稣。

父母亲的
救恩



眼光

炎热的4月里，国内防疫措施升级后的第2天，我

与一位肢体通过简讯聊起使用基督教诗歌版

权的事宜。得知一些音乐团体已经放宽允许教会以录

播/直播/嵌入方式使用他们的诗歌，我心里感到非常

欣慰。来到天韵诗歌的网站，直接被首页的一首诗歌

《眼光》吸引；那是一首旋律优美，给人平静中有感动

的歌曲。我告诉这位肢体，这首歌好听啊，在疫情施

虐的当下非常的应景，可以考虑用在崇拜中。

没过多久，我就把这事给忘了。

防疫措施升级后的第14天，我起了大早。灵修后，我

祷告神赐予我这一期要向大家介绍的一首诗歌。在手

天韵诗歌《飞翔》专辑
词：叶薇心；曲：袁培华

（华语/普通话版）

不管天有多黑

星星还在夜里闪亮

不管夜有多长

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

不管山有多高

信心的歌把它踏在脚下

不管路有多远

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

谁能跨过艰难

谁能飞越沮丧

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

上帝的心看见希望

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台语/闽南语版）

天色虽然黑暗

星辰犹原佇遐闪烁

暗暝虽然久长

时间若到天总是会光

高山虽然危险

若有信心就通爬到山顶

路途虽然遙远

若有疼心就通行到天的彼旁

啥人能夠搬过所有艰难灾祸

啥人能夠看见美梦在飞

上帝的心看见希望

你著打开心内的窗

互你的眼光看见美梦

机中随意选了台语诗歌，这首台语版的《眼光》就弹

了出来。诗词虽然做了修改，但是传达的信息却是一

样的。幽幽的吉他声响起，轻轻的歌声流出，就像山

里的一条小溪，静静地淌在心间，慢慢地、慢慢地溢

出平安、平静、平和。

求 神打开我们的心窗，看见黑暗过后的曙光。

求 神让我们心里有眼光，看见 在沮丧中仍然掌管。

求 神让我们有基督的眼光，在沉重数据中传扬希望。

求 神让世人悔改忧伤，认识真  神心灵不再彷徨。

一首歌，让我们知道，上帝始终爱我们！

二零二零年五月号    青溪


